
“这款澳洲奶粉生产日期是什么
时候的？”

“您这款保质期三年，到期时间是
2020年8月左右。”

“亲，另外还要提醒您，宝宝们消
化系统没有发育好，而各种奶粉配方
不一样，如果换了另外一种奶粉，转奶
就要循序渐进，不要过于心急，整个过
程可历时一至两个星期，要让宝宝有
个适应的过程。”

“额，这样啊，那我家宝宝才几个
月大，这款适不适合呢？”

“这款羊奶粉一段就是给新生以上
0-6个月宝宝吃的，很温和易吸收的。”

“你很细心，谢谢”
……
在天猫平台成都环球e站海外专

营店购物的消费者可能想不到，她们
在网上和客服来回多次自然随意的对
答，竟是由机器人客服完成的。

25岁的达州妹子赵华玲，毕业于
物流管理专业，毕业后还曾做过一年
时间的淘宝客服，当时主要负责客服
对快递物流方面的咨询，“每天都在重
复回答差不多的话题。”这是赵华玲对

第一份工作的最深印象，之后她便来
到了位于成都盐市口的母婴电商平台
环球e站工作。

2018年初，赵华玲有了一个特别
酷的身份——人工智能客服训练师。

“2018年的时候，因为母婴电商涉
及产品本身的咨询特别多，当时就向公
司反映了工作压力。”赵华玲回忆，2018
年之前的售前客服工作确实繁重，但恰
好当时公司准备尝试做店小蜜的试水。

“使用店小蜜，咨询不用排队，问
题还未发出小蜜就能猜出你想问的问
题，2018年的天猫双11期间，阿里巴巴
的人工智能机器人阿里小蜜就承担了
95%的服务咨询。人工智能取代了部分
职业，但同时也催生了更多高技术含
量的职业，比如人工智能训练师。”

了解阿里店小蜜功能后的赵华玲
意识到，自己曾经碰到的职业难题，找
到了解决之道。

为什么店小蜜能越来“通人性”，
越来越懂消费者？环球e站相关负责人
给出了答案，她告诉记者，在训练店小
蜜的一年多里，赵华玲一直摸索对店
小蜜的个性化配置，通过不断优化增

加问题和答案，让店铺的店小蜜能像
真正的人工客服一样回答顾客的问
题，而不是机械冰冷地简单回答一长
段标准答案。

“举个例子，光‘怎么吃’这一类问
题，不同的消费者就能延展出不同的问
法，其中甚至还包含了大量的错别字。”
赵华玲说，而像这种类别的问题，团队已
经积累了超过1800类，如何让店小蜜更
好的识别出问题，回答出更贴近人工客
服的回答正是赵华玲每天工作的重点。

谈到职业成长路径，赵华玲更看重
人工智能训练师行业的前景，“和之前做
客服的经历相比，这份职业更让我有成
就感。”她笑言，和之前客服工作比，薪酬
待遇提升了一大截，涨幅超过70%。

“而且未来企业对这个岗位的需
求量肯定是会越来越大的，因为AI时
代确实已经到来了。”谈到未来，赵华
玲颇为自信，她认为现在全行业都在
尝试AI怎么样去落地，怎么样去跟当
前的场景结合，这个结合都离不开技
术，离不开数据，所以对训练师的需求
量肯定会越来越大。同时对训练师的
技能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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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驰首发EQC
电动子品牌EQ的首个产品

整个今年的上海车展，最受关注的展
馆毫无疑问是奔驰所在的4.1H馆。因为奔
驰将在这里首发旗下电动子品牌EQ的首
个产品——EQC。

奔驰EQC基于MEA全新模块化纯电
动平台打造，定位纯电动中型豪华SUV。
本次上海车展，奔驰EQC将在国内首次
亮相。据了解，新车将于2019年内实现国
产化。

奔驰EQC搭载前后双电机，综合最大
功率为300kW，百公里加速为5.1秒，综合
工况（NEDC）下续航里程为450km。

小鹏首款轿跑车型P7

同样在这个馆中，小鹏汽车也将发布
全新纯电动轿跑车型P7。

作为为数不多的有量产车上市的全新
汽车品牌，小鹏汽车让“造车新势力”摆脱
了“PPT造车”的批评。从小鹏汽车此前发
布的官图来看，新车采用了非常科幻的设
计，溜背的造型让它看起来运动感十足。

此外，新车的前脸采用了贯穿式的灯
组，拉伸了整个前脸的视觉宽度，辨识度
还是比较高的。新车还采用了隐藏式门把
手、无框车门等现在的主流设计，进一步
提升了整车的豪华感以及科技感。

值得一提的是，小鹏P7还具备L3级自
动驾驶能力。

北汽新能源首发EX3

作为国内新能源品牌的大头，北汽新
能源今年第一季度过得并不如意。在新能
源车整车销售创下100.9%增长的3月，北
汽新能源的销量不涨反降。业内人士指

出，车型老旧、技术落后是北汽新能源面
临如此困境的重要原因。根据近期从北汽
新能源内部传出的消息，北汽新能源逐渐将
产能从A0级、A级车，转向SUV和B级车，试
图用更加精品的车型来打动消费者。今年上
海车展亮相的EX3就是这一计划的产物。

EX3定位为小型纯电动SUV，主打智
能，也是搭载有北汽“达尔文”智能车载系
统的第三款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EX3
的综合工况续航里程达到了501km，也是
北汽新能源旗下第一款综合工况续航里
程超过500km的车型。

在 动 力 性 能 上 ，凭 借 最 大 功 率
160kW、最大扭矩300N·m的全新电机，
EX3百公里加速7.9s，这在同级别小型
SUV中属于优秀。

奥迪e-tron首次国内亮相

与奔驰EQC定位类似，奥迪e-tron也
是奥迪的首款纯电动车，新车此前已经在
美国亮相，同时公布在美国的售价为7.48
万～8.67万美元。

此次上海车展，新车将首次在国内亮
相并公布预售价。奥迪表示，新车计划于
2019年以进口的方式进入国内，2020年进
行国产。

奥迪e-tron定位为中型SUV，外观方面
采用奥迪家族最新的设计语言。新车搭载两
台电机，最大功率为265千瓦。在两个电动机
的加持下，新车百公里加速在6.6秒以内。奥
迪e-tron的0～100公里/小时加速时间仅需
5.7秒，综合工况续航里程超过400km。

蔚来汽车也在5.1H馆，展台和奥迪毗
邻。除已经上市的车型ES8之外，蔚来也展
出了即将上市的新车型ES6。据了解，蔚来
将在今年下半年向ES6首批订户交付新车。

全新的凑型纯电SUV宝马iX3

iX3是宝马全新的紧凑型纯电SUV，其
外观造型与宝马X3较为相似，可以看做是
X3的纯电动版本。不过，宝马在很多细节
方面对其进行了调整。如宝马iX3换上了全
新的双肾中网造型，并且采用了封闭式的
处理，轮毂也进行了特殊设计。据了解，新
车将于2020年正式在国内量产，它的主要
竞争对手就是奔驰EQC和奥迪e-tron。

动力方面，宝马iX3将搭载容量为
70kWh的电池组，最大功率为198kW，续
航里程为400km，快充模式下完成一次充
电工作仅需30分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夏厦
图据厂家及新华社

连续调整一周之后，昨日，多头终于
扬眉吐气，沪指大涨75.81点，以3253.60点
报收，涨幅高达2.39%。前几天，即便有利
好消息，但市场依然表现较弱。而昨日一
根光头中阳线，无疑将大家的关注焦点再
次拉回到A股市场。

那么，经过昨日的大涨，是否意味着
这一阶段的调整已经结束，未来又将展开
新一轮的上攻行情？

前一段时间，A股市场显现出了不小
的压力，多头部队也疲态尽显。

比较庆幸的是，昨日市场之外的因
素，没有分散多头的注意力，A股终于又迎
来了大涨。挺身而出的，还是银行、保险两
大板块。建设银行大涨4.88%，创出本轮行
情新高；中国平安大涨4.1%，再创历史新
高。另外，前期的几个热点，比如工业大麻
和氢能源两大板块，昨日也表现强劲。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又有新的热点冒
了出来。比如有色金属板块，贵研铂业、云
南铜业率先涨停，带领整个板块走强。随
后，5G板块今天也有很强的表现，尤其是
中兴通讯涨停，已经完全收复了去年连续
跌停之前的价位。

另外，连续净流出多日之后，昨日港
资终于开始扫货了，不过买入的对象较为
分散，单只个股买入金额不算太大。沪股
通净买入22亿元，深股通净买入18.88亿
元。沪市买入较多的是贵州茅台、招商银
行、中信证券等；深市买入较多的分别是
平安银行、海康威视和温氏股份等。

还有一个消息值得关注，昨日盘后，
中国结算公司公布了3月开户数据。数据
显示，3月新增投资者202万，环比增长
103%。截至3月末，A股投资者总数已经达
到1.5亿。

虽然开户人数大增，但确实和以前疯
狂的时候还有差距。

最后说一下对市场的看法，经过昨日
的大涨之后，暂时改变了此前持续低迷的
市场情绪，昨日的这根光头长阳线，有望
将大家的关注焦点重新拉回到股市。接下
来，市场有望向新高发起冲击。大盘能否
再上台阶，我认为需要多头一鼓作气，否
则士气一旦再次涣散，那么3200点附近依
然可能出现反复震荡的走势。（张道达）

“纳税516亿元，
连续6年成为中国纳
税最多的互联网企
业。主动为中小企业
减负250亿元。带动上
下游产业纳税2581亿
元，创造就业机会
4082万个。”2020财
年第一天，阿里巴巴
抛出的这组数据就引
来业界普遍关注，有
电商业内人士指出，
超4000万的新就业
机会背后折射的是阿
里巴巴平台在效应持
续扩大的基础上，对
上下游产业发展所带
来的巨大推动作用。

记者从阿里巴巴
方面获得这样一组数
字：2018年仅四川地
区阿里巴巴平台就直
接带动电商就业42.2
万人，而成都2018年
在阿里电商的成交总
额 同 比 增 长 超 过
29%，进口消费成交
总额排名第六。

值得关注的是，
这42.2万新就业岗位
中已经涌现出大批新
兴职业，包括成都本
地的吃货主播，盒马
鲜生里的分拣员，还
有人工智能训练师。
伴随人工智能的兴
起，让他们工作效率
提升的同时收入也大
幅增加。这些新职业
正迅速渗透进四川经
济发展的毛细血管，
不断适应新消费市场
的发展需求。

成都人工智能训练师赵华玲
仅仅是阿里平台涌现新职业的一
个缩影。

根据近日人社部发布13个新职
业显示，其中数字化管理师等7个新
职业都是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数字
经济平台上涌现出来的。据不完全
统计，这些新职业将在就业市场创
造600万个岗位需求，助力实现稳就
业目标，带动就业结构优化升级。在
创造数字化新职业的同时，也广泛
提供普惠型就业机会，是阿里巴巴
平台效应的体现。

而除此以外，在新零售领域，新
职业也层出不穷：天猫新零售的智
能导购、盒马鲜生的采购员、AI训
练师、阿里云智能工程师，这些都是
以阿里巴巴平台为代表的数字经济

所创造的新就业渠道，营造了公平、
包容的就业环境，成为传统就业的
新补充。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
席经济学家贾康指出，“不少人没
事干”和“不少事没人干”并存，数
字经济平台则通过创造实实在在
的就业岗位，缓和了就业供需不匹
配的矛盾，让社会更加和谐，值得
高度肯定。

“阿里巴巴平台起到了就业蓄
水池的作用，也创造出很多新就业
机会。”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
院院长杨伟国表示，“新就业是数
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既能扩大
就业空间，又创造了许多过去没有
的就业机会，赋予劳动者更大选择
空间。”

不仅仅是新兴职业的涌现，类
似阿里巴巴这样的数字经济平台企
业如何赋能中小企业增长？企业应
该如何践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行
业专家的热门讨论话题。

来自网商银行高级专家就通过
一组数据说明了数字经济平台对中
小企业切实的支持，成立近4年的网
商银行，是阿里生态里一家没有线
下网点，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
的“互联网银行”。2018年，网商银行
为小微企业放贷1万亿，其中100万
以下的占96%。

新 华 社《经 济 参 考 报》总 编
辑张超文也认为，当前我国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正在加速融合，

数字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突破
口 。这 将 帮 助 中 小 企 业 减 轻 负
担 ，资 源 消 耗 低 ，创 造 的 是“ 绿
色”的纳税。

中国商务广告协会数字研究院
院长马旗戟认为，数字经济平台是
面向所有消费者、面向全球每一个
人、面向每一个小微主体，努力构建
信用、福祉福利、效率和普惠。可以
看到数字经济在创造就业、国家财
政税收中的作用和对每一个社会经
济实体的扶植作用，从中也可以理
解到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数字经济
平台的价值——之于人类、社会、国
家、未来的价值。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程

阿里平台效应辐射四川
直接带动就业42.2万人
川妹子“潮变”人工智能训练师，转型收入大涨70%

让机器“通人性” 客服小妹成了高级“训话师”

新职业涌现阿里平台
数字平台成吸纳就业新渠道

用商业解决社会问题
专家热议社会责任“阿里模式”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本手记
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险自担。

光头中阳线！
市场人气又回来了

上海车展昨开幕
新能源汽车洗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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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年的北京车展被国年的北京车展被国
内媒体称为内媒体称为““中国新能源车元中国新能源车元
年年”，”，因为这一年开始因为这一年开始，，汽车媒汽车媒
体惊讶地发现体惊讶地发现，，展馆里面充斥展馆里面充斥
着各种新能源车着各种新能源车。。它们有的来它们有的来
自传统汽车大厂自传统汽车大厂，，叫得出来名叫得出来名
字字（（如北汽新能源如北汽新能源、、吉利吉利、、江江
淮淮、、比亚迪比亚迪）；）；有的甚至连品牌有的甚至连品牌
都没有听说过都没有听说过。。也是在这一也是在这一
年年，，以蔚来以蔚来、、小鹏小鹏、、威马等为代威马等为代
表的表的““造车新势力造车新势力””崛起崛起，，它们它们
发布的车型均为新能源车发布的车型均为新能源车，，甚甚
至是纯电动车至是纯电动车。。

热闹了两年热闹了两年，，人们发现人们发现，，
在路上能够见到跑起来的新在路上能够见到跑起来的新
能源车能源车，，除了特斯拉除了特斯拉，，几乎全几乎全
是自主品牌车型是自主品牌车型。。

进入进入20182018年年，，你可以看你可以看
到有新能源车车型发布到有新能源车车型发布，，但并但并
没有集体上市没有集体上市，，或者仅供分时或者仅供分时
租赁等小众领域租赁等小众领域。。

而昨日开幕的而昨日开幕的20192019年上年上
海国际车展海国际车展，，以奔驰以奔驰、、宝马宝马、、奥奥
迪为代表的传统汽车大厂齐迪为代表的传统汽车大厂齐
发新车发新车，，都是将于近期上市的都是将于近期上市的
瞄准主流城市购车人群的新瞄准主流城市购车人群的新
能源车型能源车型。。尤其值得一提的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是，，在近日国家财政部等四部在近日国家财政部等四部
委发布的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新关于进一步完善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
政策的通知政策的通知》》中中，，续航里程低续航里程低
于于250250kmkm的纯电动车不再纳的纯电动车不再纳
入补贴范围入补贴范围。。因此因此，，今年上海今年上海
车展上市的纯电新能源车续车展上市的纯电新能源车续
航里程全部超过航里程全部超过250250kmkm，，以往以往
250250kmkm续航以下的续航以下的AA00级纯电级纯电
动车销声匿迹动车销声匿迹。。

这标志着这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中国新能源汽
车已经提前进入了全面竞争车已经提前进入了全面竞争
时代时代。。

中
国
新
能
源
汽
车

成为人工智能训练师的赵华玲

◀卡玛汽车在展台上
展示一款采用鸥翼门
设计的纯电动概念车

▲WEY全新WEY-X概念车

◀丰田汽车公司
的概念车

▼ICONA概念车


